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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前从四川省教育厅、
财政厅获悉，该省出台了《关于
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提
升农村教师生活待遇，落实好

“四大片区”（即高原藏区、大小
凉山彝区、秦巴山区和乌蒙山
区）农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各
地依据学校艰苦边远程度实行
差别化补助，确保每人每月补助
标准不低于 400元。

意见明确了包括大力加强师
德师风建设、优化中小学教师准
入和招聘制度、深化中小学教师
职称和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等在内
的20项建设改革任务。

在提高教师地位和待遇方面
提出，完善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
制，有效体现教师工作量和工作
绩效，切实做到多劳多得、优绩优

酬。绩效工资分配向班主任和特
殊教育教师倾斜，按照不低于当
地中小学教师平均绩效工资水
平 15%的幅度提高特殊教育教师
绩效工资水平。提高特级教师
待遇，按照每人每月 500 元的标
准给予补助，并在绩效工资核定
时单列。

为提升农村教师生活待遇，
意见提出鼓励各地通过建设教
师公寓、周转房或实施租房补贴
等方式，让农村教师住有所居。
实施农村优秀青年教师培养奖
励计划，在进修培训、职称评聘、
表彰奖励等方面向农村青年教师
倾斜。

据介绍，“四大片区”县按每
月不低于 400元的标准发放农村
教师生活补助，年均受益教师达
18万名。 据新华社

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
近日发布2017年全国教育经费执
行情况统计公告。公告显示，
2017 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
34207.75亿元，比上年的31396.25
亿元增长 8.95％，占 GDP 比例为
4.14％，连续6年保持在4％以上。

公告说，2017 年全国教育经
费总投入为 42562.01 亿元，比上
年的38888.39亿元增长9.45％。

公告同时表明，2017 年全国

普通小学、普通初中、普通高中、
中等职业学校、普通高等学校生
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
增 幅 分 别 为 ：6.71％ 、9.13％ 、
11.80％、8.55％、8.27％；全国普通
小学、普通初中、普通高中、中等
职业学校、普通高等学校生均一
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支出增幅分
别 为 ：4.64％ 、6.47％ 、6.18％ 、
2.71％、5.44％。

据新华社

给黑板上下安装滑轨，同时附有水
管和水槽，侧面安装可覆盖黑板长度的
板擦条，设计简易智能程序，以电源为动
力带动板擦，实现黑板一次性擦拭……
这一构想来自甘肃省兰州市第三十三中
学高三学生郭宇飞，前不久他获得了国
家实用新型专利。

郭宇飞对记者说：“没想到自己的奇
思妙想，居然可以制出成品。”站在一旁的
指导老师陈啸更为自豪：“经过这几年的
努力，学校的科普教育闯出了一些名堂。”

从 2004 年秋季开始，科普课作为兰
州市第三十三中学的一门课程，以专题
讲座的形式以及一学期 5 到 6 课时的课
程量，正式排进了高一学生的课表。

陈啸是甘肃省兰州市第三十三中学
的物理老师，是甘肃省为数不多、学校里
唯一的专职科普教师，专职负责高一年

级的科普课程教学。
“由于当时国内的科普课处在起步

阶段，没有一套现成的模式可以‘拿来’
使用，我大量从网络上搜集国内外有关
科普的课程和资料，可以说这门课的开
设是‘摸着石头过河’。”陈啸说，他自制

“附加法”“缺点法”“希望法”等，教导学
生在平时生活中多注意观察细节，加上
理论构思和实际操作，启发学生发明创
新思维。

“很多孩子小时候说起未来的理想，
都是想当科学家。可是随着慢慢长大，
很多人又觉得这个梦想遥不可及。作为
教育者，我们有义务帮助孩子们拉近现
实与科学梦想的距离。”陈啸说。

每次上完课走出教室，陈啸手中都会
拿着学生交上来的作业，“学生作业很简
单，只是记录下自己在生活中注意到的现

象，然后可以‘脑洞大开’地去思考怎么解
决这个问题，并把结果记录下来。”

对于回收上来的作业，陈啸会一一
认真阅读，对其中具有创意的思考，会带
着学生一起完善补充。“我们的发明专利
很多都来自这些观察记录。”

大部分学生上过科普课后，能够发
明出一些有价值的作品，如智能垃圾桶、
公交扶手、发光钥匙、多功能自动养鱼装
置等，截至目前，兰州市第三十三中学共
获得500多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陈啸说：“其实创新是从创新意识开
始。创新意识可以启发，创新思维可以
培养，只要整天想着去发现，创新的念头
和思路就会源源不断地涌现。所以，中
学把创新纳入校本课程，就是希望把科
技创新普及到每一个学生。”

“如何让学生完成课程与学业，又能

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与创造能力？”陈啸
说，“我们把科普教育作为一个探索，实
施‘课堂为本、兴趣引导、注重创意’的实
践模式，突出科技创新教育，从培养兴趣
开始，激发求知欲望，引导学生用所学的
知识观察分析生产生活中的各种现象，
进行创意创造。”

“我想，帮孩子拉近现实与科学梦想
距离，其实并不难！”陈啸自信地说。

据新华社

随着中国教育现代化新征程
的加快开启，世界各国投来更多
关注的目光。日前在北京举行的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上，
来自中外的2000多名嘉宾齐聚一
堂，共商教育现代化发展之路，探
索未来全球教育的发展与合作。

中国教育部部长陈宝生给年
会的书面致辞指出，推进中国教
育现代化，既要扎根中国大地，坚
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
道路，不断增强教育自信，又要积
极学习借鉴，以更加开放的胸襟、
更加包容的心态、更加宽广的视
野，学习借鉴全人类文明成果和
世界各国先进的办学治校经验。
希望大家充分利用这次年会提供
的机会，深入交流，集思广益，分
享各自的经验与智慧，共商实现
教育现代化之路，描绘全球教育
未来蓝图。

主宾国机制是中国国际教育
年会的重要特色。本届年会的

主宾国是俄罗斯。近年来，中俄
两国国际学术交流合作发展迅
速。俄罗斯与会代表认为，在全
球化发展的背景下，教育能够帮
助世界继续发展、消除国家间的
隔阂，能够帮助人们更好理解全
球化的世界，更高效地参与全球
化的进程。

“中国的教育现代化之路令
人瞩目。”爱尔兰教育与技能部副
部长约翰·哈利根表示，爱尔兰非
常愿意与现代化新征程中的中国
教育系统进行合作。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
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主办，
以“教育现代化——实践与探索”
为主题，包括“中国国际教育研讨
会”“中外院校项目合作洽谈会”
和“中国国际教育展”三个部分。
10月20日至28日，2018中国国际
教育展将在北京、成都、广州和上
海四地举办巡展。

据新华社

记者近日从教育部获悉，《教
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关
于严肃规范红领巾等少先队标志
标识使用的通知》近日印发，要求
各地进一步加强少先队组织工
作，规范红领巾等少先队标志标
识使用，提高少先队组织建设科
学化水平。

近期，个别地方和学校出现
不当使用、佩戴红领巾，甚至利用
红领巾等少先队标志标识恶意营
销炒作的问题。通知要求，各地
教育行政部门、团委和少工委要

共同组织中小学校迅速开展一次
全面排查，重点排查不当使用少
先队标志标识、利用少先队标志
标识进行商业活动等问题。

通知明确，对排查中发现的
问题要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
整治，相关问题线索要及时向当
地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报告。
对发现学校或其他组织利用红领
巾进行商业活动，要立即会同市
场监管、公安等部门予以制止，追
究责任。

据新华社

□ 新华社记者 李松于宏通

近年来，全民健身渐成热潮，在不
少地方，跑步、滑冰等运动热度不减，
但由于缺乏科学训练、心态急功近利
等原因，运动损伤甚至猝死的情况时
有发生。

在此间举行的中华医学会运动医
疗分会学术年会上，业内专家介绍，大
众在对运动的认识上存在一些误区：一
是不了解、不掌握科学的运动方法；二
是出现运动伤病后，不能合理评估伤病
情，不了解合理的求医治疗流程，导致
伤病治疗延误、加重……

特别是近几年，类似马拉松这样的
耐力运动和滑冰、滑雪等冬季运动不断
普及，大众参与热情很高，但这些项目
对参与者要求高、难度大，如果缺乏科

学指导，很容易出现运动伤害。
中华医学会运动医疗分会主任委员

敖英芳告诉记者：“与竞技体育不同，大
众运动健身，首先是为了培养兴趣爱好，
强调强身健体，而非挑战极限。科学运
动、避免损伤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与会专家认为：一方面，不科学、不
规范的运动可能会引发损伤、疾病；但
另一方面，在不少地方，医生也往往对
运动规律认识不足，体育专家又对医疗
知识了解不多，因此特别需要实现学科
交叉、科学指导。

“要对大众健身形成科学指导，需
要体育部门、医疗机构等相关单位形成
合力，建立体医结合的服务支撑体系。”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原所长
李国平介绍，首先要向大众普及科学运
动知识，宣传运动要坚持全面锻炼、循

序渐进、持之以恒这三个原则，把握好
自身的情况、运动的目的、活动的环境、
项目的选择、运动的强度五项因素。

同时，运动也是个性化的，不同的
人在做不同的运动时，也可能有不同的
易受伤处，“这就需要针对不同人的不
同情况，提供有针对性的‘运动处方’，
使公众享受到个性化、差异化运动服
务。”李国平说。

“运动处方”就是体育与医学的结
合点。专家介绍，需要根据不同年龄、
不同性别、不同体质，为公众量身定制
运动种类、运动强度、持续时间……普
及和推广“运动处方”，也是《“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推动形成体医结合的
疾病管理与健康服务模式的题中之义。

目前，在我国部分地方，作为一种
体质监测、运动指导的有效手段，“运动

处方”也逐渐被人们接受。一些具有资
质的医生不仅会根据公众的身体情况
提出锻炼指导建议，还会针对其所在社
区健身器材的种类，帮助其选择健身项
目、锻炼频次等，充分体现了定制化的
特点。

此外，专家认为，要推动“运动处
方”进一步普及，还需要继续加大运动
医疗学科的建设，支持鼓励三级甲等医
院设立运动医疗科，既形成上下贯通的
医疗服务网络，又带动运动处方师、运
动健身指导人员、康复治疗师等专业人
才队伍的培养。

卫生、体育部门也要共同努力，协
作培养能开“运动处方”的医生，通过联
合编制教材、举办培训，以点带面，把社
区医生培养成社会体育指导员。

据新华社

本报讯（记者 赵明）10
月 19 日，“新黄泥·幸福我
和你”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
在雁江区宝台镇黄泥小学
开展。艺术家高照红、刘多
福分别为孩子们带来了书
法、捏泥人课程。

课堂上，高照红从书法
的基本功讲起，端坐姿、规
握笔、正笔法……由浅入深
地向同学们讲解了书法的
魅力。刘多福为同学们讲
解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捏泥人，通过捏、搓、揉、掀
等手法，一个小小的面团变
成了栩栩如生的小鸟。老
师手把手教，同学们学习热
情高涨，争相向老师请教。

据悉，本次活动系市、
区两级妇联和宝台镇政府
发起的系列活动之一，旨在
提升中小学生对传统文化
的认知，从而更好地传承传
统技艺。

传统文化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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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占GDP比例连续6年超4％

我省提升农村教师待遇
“四大片区”每人每月补助不低于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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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现代化之路
吸引全球目光

帮孩子实现科学梦，其实不难！

为大众量身定制一张“运动处方”
——运动医学专家为体医结合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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